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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技术发展历程

地膜覆盖是20 世纪50 年代日本科学家发明，在发明初期重点应

用在护地蔬菜生产上。20世纪70 年代末，该技术被引入中国，对保

障我国农产品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石本正一先生：对中国地膜覆盖技术研究、应用

和推广作出了卓越贡献。先后被国务院授予“十

位杰出国际友人”称号，也是中国政府“友谊奖

”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的获得者。

王耀林先生：是最早从事该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专家，主持实施了国家经贸委

、农业部“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栽培高产机理及应用技术研究”、“中日合作

特殊农用地膜研究开发”和“中日合作建立设施园艺试验农场”等，其研究

成果“聚乙烯地膜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农业部副部长朱荣在1982-1986年其间组织和领导了地膜覆盖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工作



一. 地膜覆盖的特点及重要性

二. 地膜残留的特点及危害

三. 地膜残留防控政策法规

四. 地膜新国标的解读

五. 地膜减量和机械化回收技术

六. 回收地膜再利用技术模式

七. 降解地膜和主要问题

八. 主要结论与建议

主要内容



一、地膜覆盖的特点及重要性



 覆盖面积：1981年仅为22.5万亩，2015年达2.75亿亩以上。

 使用量：1981年0.6万t，2015年145.5万t。

 应用作物和区域：蔬菜经济作物大宗粮食作物；应用区域也从城郊蔬

菜地北方寒冷区全部区域

 应用效益：扩大作物种植区，如玉米北移2~5个纬度；提高产量，增产30

％~50％。贡献了30%棉花，8%的玉米；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

地膜覆盖技术地位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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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覆膜面积（万亩） 国家 覆膜面积（万亩）

德国 22.5 挪威 4.2

比利时 5.1 葡萄牙 34.5

保加利亚 19.5 瑞士 4.2

西班牙 180.6 斯洛伐克 3

法国 150 英国 15

希腊 7.5 乌兹别克斯坦 0.93

匈牙利 3.6 俄罗斯联邦 63

意大利 127.5 欧洲合计 640.59

日本 225 中国 >30000

欧洲各国和日本与中国地膜覆盖面积对照表



地膜覆盖对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通过对全国756个试验点，2644

对（覆膜与不覆膜）田间试验结果

的统计分析，地膜覆盖能够明显提

高农作物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Effect on y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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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曲靖烟草种植的现场-2018.5



地膜覆盖作用机理

改善冠层光照条件，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改变地面与大气热交换，提高土壤温度

阻止土壤水分散失，提高作物水肥利用效率

降低农田土表蒸发，抑制土壤盐分上移

改变地面光温条件，抑制杂草生长



通过使用反光膜增色技术能够

使晚熟油桃含糖量增加2%，平均

着色指数提高25%~30%，全红果

率由42%提高到70%；正常年景

下，该技术使油桃增收1.5万~2.25

万元/hm2（张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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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改变了土壤水分循环盐分分布

地膜覆盖与裸地土壤水分循环示意图

在许多区域，土壤盐渍化是农业生产面临的另一

个挑战。土壤盐渍化是土壤盐分随水分上升到地表，

在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地表而形成的。由于地膜覆盖

改变了土壤中水分运动和分布状态，在地膜下的表层

土壤形成一个微型水循环（图1-4），也间接影响土壤

中盐分的运移和聚集，即含有盐分的土壤水分受地表

增温作用上升到地表，同时，地膜阻隔水分蒸发到大

气，水分又不得不再次凝聚成小水滴重新返回土壤，

因此，地膜覆盖使得在膜下形成特殊环境和水分小循

环，而这种循环在某种意义是对表层土壤中盐分的洗

盐过程，可以减少土壤耕层中盐离子浓度，形成相对

的“低盐耕作层”，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有利

条件。



地膜覆盖的对温度和水分的影响

 抑制土壤水分蒸发

 增加作物蒸腾

 提高土壤地温

 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

蒸散 蒸发 蒸腾



地膜覆盖对杂草的影响

鄂西烟草地膜对杂草抑
制效果图（2015.8.15）



日本四国地区地膜覆
盖生菜（2茬）



新疆石河子地膜早裂后杂草生长情况



新疆石河子地膜保存良好的杂草防除情况



二、地膜残留的特点及危害



 内蒙古农田地膜残留污染情况

 内蒙古东部区，土壤中地

膜残留量在 4.0-151kg/ha，

平均残留量72.7kg/ha。70%

调查点地膜残留超50kg/ha

 内蒙古西部，所有25个调

研样点中都存在地膜膜残

留问题，最高达210kg/ha，

其 中 44% 样 点 残 留 量 超

100kg/ha；黄灌区较旱作区

更为严重。



农业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指标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重大污染

残膜量（kg/亩） < 7 7-15 15-20 > 20

主要影响及特点 不明显
水肥运移受到影响，
敏感性作物萌发、生
长受到影响

水肥运移受到较大
影响，作物萌发、
出苗生长受到影响

土壤结构被破坏、透气
性差，水肥不均，作物
产量出现降低

 新疆农田地膜残膜污染分布情况



污染程度 主要区域 地膜残留量 主要覆膜作物

重度污染
新疆、内蒙古西部、河

西走廊
>200kg/ha

棉花、玉米、葵花、

马铃薯、瓜类等

中度污染

甘肃、内蒙东部、东北

风沙区、山西北部、河

北北部

100kg/ha以上
蔬菜、玉米、马铃薯、

花生等

轻度污染
山东、河北中南部、西

南山区
<80kg/ha

蔬菜、烟草、马铃薯

等

1、地膜残留污染基本状况（长期覆膜农田）



地膜残留的分布和主要影响因素

区域分布：西北内陆区最严重，其次是西北旱塬和东北风沙区；

空间分布：残膜主要分布在0-30cm土层，在土壤中分布存在区域差异，

这主要是受作业方式影响；

影响因素：没回收措施；年限长；投入量大；地膜质量差→残留量大；

华北地膜棉花田（10年） 新疆地膜棉花田（25年）



新疆棉田地膜污染

白色革命 白色污染



山东
农田
地膜
残留
污染
场景

辽宁
朝阳
农田
地膜
残留
污染
场景



贵州烟草农田地膜残留污染情况



烟叶收获后农田土壤中残留的地膜（恩施，2016）



西南山区地膜处理情况（湖北恩施，2016）



云南陆良标准化烟草种植与地膜回收情况-2018.5



福建南平市烟草地膜回收情况-2018.4



破坏土壤结构 影响作物发育 影响农事操作

导致视觉污染 增加劳动投入 资源的浪费

2. 普通地膜是高分子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分解或降解。随着使

用年限的增加以及残膜回收措施不力，土壤中残膜积累越来越多，局部

地区形成严重的残留污染，导致了一系列生产和环境问题。

2、地膜残留污染主要危害



不同地膜残留量对棉花产量构成要素及产量的影响

不同地膜残留量对棉花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农业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左-新疆棉花收获后地膜回收现场 右-日本蔬菜收获后地膜回收现场



普通地膜抗氧化剂无毒和光稳定剂为无毒或低毒。

残膜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主要是物理阻隔影响，水

分、养分运移、阻碍种子或者作物根系。如残膜对作物苗期

影响较大。残膜对棉花影响，棉花减产幅度随着残膜量增大

而增大，残膜量>420kg/hm2时，棉花单产下降30%。



地膜残膜对棉花生长的影响-早衰（南疆）



3、影响农产品质量

 棉花质量：三丝（头发丝、地膜丝和纤维丝）是影响棉花质量的重

要因素。在过去，棉花主要应用人工采摘，棉花中含有头发丝会影响

棉花品质，降低棉花的等级。采棉工一般采用戴帽子防止头发丝进入

棉花种。在目前，由于机采棉扩大，地膜进入棉花已经成为影响棉花

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地膜进入棉花中导致印染困难，商品率降低。



Potential pollution by plastic mulches

 Micro-plastics, phthalates, agrochemicals；

 Plastic mulching may promote soil degradation and 

soil water repellency；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in plastic mulched soils are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The impacts of plastic mulching on ecosystem 

services need further attention.



 重要性,是否存在泛用和滥用问题

 地膜覆盖未来的发展？是否应该进一步支持

 地膜残留污染现状和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怎么办？对策？？？？

一些问题和困惑和判断



三、地膜残留防控政策法规



1、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5-28

 目标：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基本管控。到2030年，……，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

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

统实现良性循环。

 主要指标：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

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

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一）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

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

（二）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2017年底前，完成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

置，建成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三）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

（2）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四）加快推进立法进程。2017年底前，出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矿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等部门规章。到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体系基本建立。各地可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

（五）系统构建标准体系。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2017年底前，修

订农膜标准，提高厚度要求，研究制定可降解农膜标准；

（3）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八）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推行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少耕免耕、粮豆轮作、农膜减

量与回收利用等措施。



（6）加强污染源监管，做好土壤污染预防工作

（十九）控制农业污染。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和销售不合格农

膜的行为。建立健全废弃农膜回收贮运和综合利用网络，开展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试点；到2020年，河北、辽宁、山东、河南、甘肃、新疆等农膜使用量较高

省份力争实现废弃农膜全面回收利用。

（7）开展污染治理与修复，改善区域土壤环境质量

（8）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推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

（二十五）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二十六）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力度。（二十七）

推动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

（9）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土壤环境治理体系

（二十八）强化政府主导。完善管理体制。完善激励政策。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激

励相关企业参与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研究制定扶持有机肥生产、废弃农膜综

合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企业的激励政策。

（10）加强目标考核，严格责任追究



2、农膜回收行动方案



重点任务
（一）推进地膜覆盖减量化、（二）推进地膜产品标准化

（三）推进地膜捡拾机械化、（四）推进地膜回收专业化

区域重点及技术措施

（一）西北地区：推进地膜机械化捡拾回收。部分地区示范应用全生物可降解地

膜。

（二）东北地区：突出地膜使用减量化，逐步减少地膜覆盖面积；机械化回收作

业。

（三）华北地区：地膜使用减量化，花生、蔬菜采取地膜机械化捡拾回收，部分

生物可降解地膜示范应用

（四）西南地区：烟草全面推广应用0.01mm以上的加厚地膜，落实烟草企业地膜

回收责任，人工和小型机械化捡拾，推广使用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制定地膜产品生产标准

在地膜产品方面，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在1956年就制定了聚乙烯农用地膜标准

，并在1994对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形成现在农用聚乙烯薄膜标准（JIS K 6784，

1994)，在该标准中，要求聚乙烯地膜厚度必须在0.020mm以上，具有较高的强度，

能在使用后回收时不发生大面积的破碎断裂，否则被视为不合格产品。

 完善地膜产品回收处理制度

在日本，地膜回收处理的法律条文—《日本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该法律规

定，农民不能私自扔掉、或在田头焚烧和填埋，如私自焚烧，将予以3年以下监禁或

是1000万日元罚款。每个生产者都有义务将废旧地膜按照要求回收、清洗、打包、

并送至规定的地点进行集中分拣和分类。该条例要求，农民要对使用后地膜进行回

收、清洗，然后按照重量付费交给日本农协管理下的产业废物管理公司，公司对回

收地膜进行再处理，制成燃料块后卖给有关能源企业。在欧洲的《农业废弃物填埋

条例》（Directive 99/31/EC）、《农业废弃物焚烧条例》（Directive 2000/76/EC）

中，对废弃农膜回收处理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3、国际上地膜残留污染防控措施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和行业部门都逐步重视地膜污染治理

工作，相关文件和政策陆续出台。促进政策开展的较好地区主

要包括甘肃、新疆等。主要的支持政策形式有：

 “以旧膜换新膜”方式支持地膜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通过国家清洁生产项目，建立加工回收体系，促进地膜回

收，安排专项资金对残膜回收进行补助；

 通过贴息、技改项目等优惠政策，加大对当地再生资源回

收企业支持力度，提高其加工利用废旧农膜的能力。

4、中国地膜残留污染防控政策扶持



5、甘肃地膜残留污染防控主要做法

 建立完善政策：甘肃省政府《省农牧厅关于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意见》；甘肃省农牧厅、财政厅制定出

台《省级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3出台《甘

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

 主要做法和措施：—加强地膜质量监管，促进高强度耐老化和易

回收地膜应用，为地膜回收创造条件；—加强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

研究开发和引进推广利用废旧农膜加工技术；积极开展可降解和无污

染农膜的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等；—加快建立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

。在乡镇建立废旧农膜回收站，方便农民交售等；—加大对废旧农膜

回收加工企业的扶持。信贷支持、土地利用、税收优惠等；—以奖代

补、以奖促治。根据农膜回收加工量，给予资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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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膜新国标(GB13735-2017)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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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标准严重落后于发展了的形势：我国在80年代开始在全国广泛推

广应用，1984年原轻工部发布实施了SG 369-1984《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

盖薄膜》行业标准，1992年经修订为现行的国家强制性标准GB 13735-1992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发布实施延用至今标龄已长达20多年，

标准中所引用规范性文件部分已被替代，标准的技术要求已不能满足生产和

使用要求，标准亟需修订。

 已有标准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地膜覆盖的良好功能，导致地

膜应用范围的急剧扩大，应用量和应用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膜

应该既满足生产功能需求，也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本标准的修订充分考虑使

用者和市场的需求，坚持环境保护，推动资源回收利用，提升企业产品质量

、淘汰落后产能，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将为农业

环境的治理、废膜的回收利用、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管理工作起到相辅相成的

作用。

1、为什么需要进行地膜膜国标修订



（1）、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

 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方针和政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业生

产与环境协调发展。

 适应农业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运用统一、简化、协调、优

化的原则。

 兼顾各方利益，广泛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处理好各方意

见。

 坚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原则，适当提高厚度下限和强度指标。

 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应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地膜国标修订原则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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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标准范围调整

修订后标准范围中简化了主要原料部分的叙述，让生产企业在材料

的配方上有更大的自由度，有利于产品技术发展和新材料新工艺的

开发与应用。

修订后标准在范围中增加了不适用降解地膜，给降解地膜留下推广

应用的空间，使得覆盖期较短的农作物将来也多了一种选择。

 删除了原料部分

 因为限制原料的选择对产品质量的提高没有意义。修订后标准范围

中简化了主要原料部分的叙述，让生产企业在材料的配方上有更大

自由度，有利于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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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指标的变化及影响

 产品种类：由4类变成2类；原标准的4类分别是：Ⅰ类-LLDPE加耐

候剂树脂；Ⅱ类-LLDPE共混树脂加耐候剂树脂；III类-LDPE、

LLDPE共混树脂加耐候剂树脂；IV类-LDPE、LLDPE共混树脂。新标

准2类分别是：Ⅰ类-耐老化地膜，Ⅱ类-普通地膜）；产品标识简单

明了，方便了农民的选用和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地膜厚度：厚度下限由8μm提高到10μm，减少打着各种名义的超

薄薄膜流入农业市场。

 力学性能指标：按10-15μm、15-20μm和20-30μm 范围，要求地

膜厚度增加的同时强度也相应提高，可有效的控制生产过程中因过

多添加回收料只增加厚度而强度偏低的问题。



 机械强度：提高了对地膜机械性能要求，有利于增加地膜使用次数，以

及提高地膜回收率

 耐老化性：根据暴露试验数据和耐老化地膜的使用特点，经过讨论认为

此测试项目可作为判断地膜是否为耐老化地膜的依据，判定Ⅰ类耐老化

地膜暴露周期600小时（8个月），要求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50%。

试验项目
旧国标 新国标

8-20μm 10-15μm 15-20μm 20-30μm
拉伸负荷

(纵、横向)/ N
≥1.3 ≥1.6 ≥2.2 ≥3.0

断裂标称应变
（纵、横向）/%

≥120 ≥260 ≥300 ≥320

直角撕裂负荷
（纵、横向）/N

≥0.5 ≥0.8 ≥1.2 ≥1.5

新旧地膜国标主要物理性能指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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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新标准 老标准 差异和水平对比

适用范围 增加不适用于降解地膜 未明确 本标准明确了适用范围

分类 I. II Ⅰ、Ⅱ、Ⅲ、Ⅳ

本标准分类简单可查证，

老标准以使用的原料分类，

繁杂难以区分和辨别

产品等级 不分产品等级
分优等品、一等

品、合格品

简化产品等级，有利于推

广执行和监管

厚度和偏

差

平均厚度不小于10μm 无此项 限制产品的厚度下限

最小厚度及偏差

10μm±2μm

最小厚度及偏差

8μm±3μm

提高厚度下限，有利于

残膜回收

新旧国标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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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新标准 老标准 差异和水平对比

拉伸

性能

按GB/T 1040.3-2006，2型试样

(长条型)、宽10mm、夹具间距

50mm,速度(500±50)mm/m

按GB13022-1991,Ⅰ型试样

(哑铃型)、细径宽10mm，

速度(500±50)mm/m

GB 13022-1991的方法

标准已经废止

GB/T 1040.3-2006方

法标准与国际接轨

拉伸负荷：不分普通膜和耐候膜

(初始值)，按厚度范围分10≤d＜

15、15≤ d＜20、20≤d ≤30

普通膜：按等级分了8个指

标值≥2.8N～≥1.3N, 耐候膜

(初始值)：按等级分了6个指

标值≥2.5N～≥1.3N

本标准可操作性强，简

明合理、容易考核管理

断裂标称应变 断裂伸长率

新标准用断裂标称应变

能更科学、客观地反映

材料的韧性

人工

加速

老化

性能

采用GB/T 16422.2-2014《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论 第2

部分：氙弧灯》

GB 13735（5.8条）

标准规定的方法

新标准试验方法标准为

国际上通用的测试方法

新旧国标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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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断裂标称应变和断裂伸长率几个概念

 拉伸应变：原始标距单位长度的增量，用无量纲比值，或百分比表示。它适用于屈服点以前的

应变。（屈服点-钢材或试样在拉伸时，当应力超过弹性极限，即使应力不再增加，而钢材或试

样仍继续发生明显的塑性变形，称此现象为屈服，而产生屈服现象时的最小应力值即为屈服

点）。

 断裂拉伸应变：试样未发生屈服而断裂时与断裂应力利相对应的拉伸应变。用百分比表示，就

是延伸率（δ）-延伸率即试样拉伸断裂后标距段的总变形ΔL与原标距长度L之比的百分数：

δ=ΔL/L×100%。

 断裂标称应变：试样在发生屈服后断裂时与断裂应力相对应的拉伸应变。用百分比表示。

 断裂伸长率：断裂伸长率是表征材料受外力拉伸伸长变形的能力，通常以阿拉伯数字加%表述.

比如，一种材料原始长度是100mm,受外力拉伸，拉伸至300mm时材料断裂,那么该材料的拉

伸伸长率就是300%.指试样在拉断时的位移值与原长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断裂伸长率与拉伸率的区别 。材料的拉伸过程一般要经过弹性变形阶段，达到屈服点之后发生

塑性变形，达到断裂点后发生断裂。所以，一般所说的断裂伸长率是指整个过程的伸长率，而

拉伸率一般说的是发生塑性变形的那个阶段所产生的伸长率。



 地膜应用和残留污染防控的政策法规正逐步完善，包括土十条、地膜国标、

农膜回收行动方案等

 与国际上地膜标准相比，我国的地膜标准

仍然存在差异，如日本和欧洲一般PE地膜

厚度都在20um以上（日本20μm占60%，

30 μm以上占40%）。



五、地膜减量和机械化回收技术



 节约型地膜技术

改善地膜质量，实现一膜多用

降低覆盖比例，减少地膜投入量

 地膜回收技术

人工回收

机械回收

 生物降解地膜



 改善地膜质量，实现一膜多用：即选用厚度适中，韧性好，抗老化

能力强的地膜产品，在第一年使用后基本没有破损，第二年可以直接

在上面打孔免耕播种，实现减少地膜投入和耕作用工，达到省时省工

又环保的目的

1、节约型地膜技术的应用



处理 0～2m贮水量（mm） 降雨量
（mm）

耗水量
(mm)

籽粒产量
（kg/ha）

WUE
(kg/ha/mm)

播前 收获
覆膜方式 常规覆膜 456.7b 291.7 246.5 411.5 13767.7b 33.5 

免耕留膜 484.4a 274.0 246.5 456.8 12984.0 a 28.4

氮肥用量
（kg/ha）

0.0 470.5 280.0 246.5 437.0 12340.6b 28.2 

112.5 470.5 288.9 246.5 428.1 13312.8a 31.1 

225.0 470.5 282.3 246.5 434.7 13666.8a 31.4 

337.5 470.5 281.9 246.5 435.1 13765.9a 31.6 

450.0 470.5 281.1 246.5 435.9 13793.2a 31.6 

一膜两用对玉米产量和水分效率的影响

陇东旱地玉米一膜两用模式技术参数(2014-2016）



纯氮用量 产出（元/ha） 投入（元/ha） 纯收入（元/ha）

（元/ha） 一膜两用 常规覆膜 一膜两用 常规覆膜 一膜两用 常规覆膜

0.0 20968.4 22717.4 7875.0 13222.5 13093.4 9494.9 

7.5 22935.1 24192.3 8425.3 13772.8 14509.8 10419.5 

15 23498.4 24882.2 8975.5 14323.0 14522.9 10559.1 

22.5 23993.8 24737.3 9525.8 14873.3 14468.0 9864.0 

30
23513.0 25314.9 9326.1 15423.6 14186.9 9891.3 

陇东一膜两用种植模式经济效益分析

一膜两年用较常规覆膜收入平均提高4110.4元/ha。



西南山区的恩施，地膜覆盖主要应用在蔬菜和烟草上，应用形式

以一膜一年（季）用为主，一膜二年（季）用为辅。前者大约在占

90%，只有10%采用了后者。一膜一用覆膜后主要种植烟草，部分

蔬菜种植基地主要种植白菜等。

西南山区烟草-蔬菜一膜两用种植模式



2、典型地膜回收技术与机具



不完全统计，我国研制残膜回收机械有40余种。从作业时期上划分，

主要有三种类型。

 用于苗期、头水前收膜的苗期残膜回收机

 用于作物收获后、耕地前回收残膜的秋后残膜回收机

 用于整地后、播种前回收残膜的播前残膜回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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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膜回收联合作业机视频2017.9.20.mp4
残膜回收联合作业机视频2017.9.20.mp4


法国地膜回收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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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膜回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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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回收的地膜和滴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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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收地膜再利用技术模式



将回收来的残膜通过晾晒、粉碎、漂洗、甩干、挤出、切粒，加工

成其他塑料制品的原料，因依旧保持着塑料原料的化学特性和良好的综

合材料性能，可满足吹膜、拉丝、拉管、注塑、挤出型材等技术要求，

用于加工各种膜、管等制品。

利用回收的薄膜生产环境友好型填充母料. 塑料填充改性母料自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初投入市场以来，由于其价格低廉，产品性能优异，可改

善塑料制品的某些物理特性，替代合成树脂，且生产工艺简单、投资较

小、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塑料填充改性母料是近年

来发展最快的塑料工业中的新行业，已成为塑料加工工业的重要部分和

塑料制品的主要添加材料之一。

1、用于生产再生塑料的原料



地膜回收-转运-前处理和加工再利用过程





2、将废旧塑料用于生产木塑产品



www.lianguan.cn

无水清洗 1 6 挤押系统

5 增塑混配系统网箱落差分选 2

预塑化系统 3 4 粉碎除铁

2、将废旧塑料用于生产木塑产品



www.lianguan.cn



www.lianguan.cn

工艺流程图



www.lianguan.cn



www.lianguan.cn



 解决了废旧地膜杂质多和清洗造粒难：将混杂有作物根茎的废旧地膜进行粉碎，粉碎的颗粒中要求

地膜含量达到80%以上，土壤、沙粒、根茎等其他材料含量在20%以内。

 直接产品化，提高了经济效益：经过地膜磨粉、溶解和铸型，生产出适宜在城市供水、供暖等工程

复合型井盖等。

3、甘肃金昌地膜深加工模式



4、内蒙古敖汉旗昌地膜深加工模式



法国和印度利用废旧塑料作为道路建设材料。把废旧PE和PVC渗入

芳香碳烃化合物沥青内而使它变成一种廉价的粘合剂,可用在混凝土路

面上使用。印度研究人员发现，废弃塑料袋可用于增强道路的使用寿命

，将塑料进行热处理后，塑料聚乙烯将铺路的石子包裹住，从而与煤焦

油有效地黏合在一起，这样铺出的路浸水后不易出现裂缝。把那些塑料

垃圾用粉碎机打成非常小的粉末，然后再将其和沥青混合。这种新型路

面材料雨水不容易积存，破损后修补也非常方便。目前印度在班加罗尔

就有一条大约1km“塑料路面”。

5、道路建设材料应用模式



将回收来的残膜通过风选，清洗，破碎，打包或造粒，然后通过高

温催化裂解等技术处理，从中获取汽油、柴油等可用燃料。在当前石

油价格居高不下，塑料原料大幅度涨价，塑料加工企业步履艰难，如

果采取合理措施使一次性地膜得到回收利用，不仅使环境得到保护，

而且做到资源再生。

6、利用废旧农膜进行燃料提取



地膜污染防控面临挑战

 农村劳动力缺乏，农民对地膜回收意识差

 防控技术和产品存在诸多缺陷和技术难题

 经济投入大，劳动强度大，直接经济效益低



六、降解地膜特点及主要问题

1. 可降解地膜种类及特点

2. 主要生物降解材料及特点

3. 国内外生物降解地膜情况

4. 生物降解地膜评价和合理应用



1、可降解地膜种类及特点

 氧化降解地膜

 国际上主要企业：Wells， EPI等

 国内主要企业：康文、天壮（轮台、合顺、凉山）、奥柯柏、

俊博

 淀粉基降解地膜

 武汉华丽

 纤维素降解地膜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







2、主要生物降解材料及特点

 PBS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石油基）

 PBSA：聚丁二酸/己二酸–丁二醇酯（石油基）

 PBST：聚丁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石油基）

 PBAT:己二酸丁二醇酯和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石油基）

 PCL：聚已内酯（石油基）

 PLA:聚乳酸(生物基）

 PHA: 聚羟基脂肪酸酯（生物基）

 PPC：聚碳酸亚丙酯又名聚甲基乙撑碳酸酯（二氧化碳基）



聚乳酸合成、加工技术和应用产业链

•海正，10000t/a

•光华伟业、同杰良、

•九鼎、江苏SuPla
•长江化纤，10000t/a

建设：

•年产5万吨聚合级L-乳酸、D-乳酸及

聚乳酸生产线

•万吨级聚乳酸PLA纤维制品生产线

•万吨级塑料制品专用树脂生产线

形成
规模
示范
应用

合肥恒鑫、深圳绿
地、宁波家联



聚乳酸改性与成型关键解决问题

耐热显著
增强

PLA的耐热改进过程

韧性差
抗冲击
能力弱

结晶
速率慢

热变形
温度低

完全无定形区

结晶区

被
固
定
的
无
定
形
区

PLA结晶模型



二元酸二元醇共聚酯合成、加工技术和应用产业链

广州金发，3.5万吨
杭州鑫富，1万吨
安庆和兴，1万吨
山东汇盈，2.5万吨
蓝山屯河，0.5万吨
山西金晖，2.0万吨
深圳光华伟业，0.1万吨

建设：

•10万吨/年丁二酸、1，4-丁二醇

•10万吨/年PBS、PBAT生产线

形成
规模
示范
应用

深圳虹彩、绍兴斯
达、苏州汉丰、吉
林弗迪奈仕、新疆
天业



聚羟基烷酸酯（PHA）合成、加工技术和示范应用产业链

宁波天安，0.2万吨／a

天津国韵，年产1万吨/a

深圳意可曼,0.5万吨/a

堆肥

填埋

海水

CO2 + H2O

建设：

•1万吨/年PHA生产线

形成
规模
示范
应用



聚碳酸亚丙酯(PPC)合成、加工技术和产业链

•河南天冠，0.5万吨
•浙江邦丰，1.5万吨
•中科金龙，1.5万吨
•东方中博，5.0万吨

生产1吨塑料可节省约2吨原油

生产1吨塑料可减排
0.5吨CO2

生物化工、
工业废气CO2

全降解塑料

1吨塑料可减少100万个塑料袋的污染

催化剂

建设：
•3-5万吨/年PPC塑料生产线
•年产万吨级PPC吹膜、PPC革与发泡材
料、PPC塑料食品及电子产品包装材料
及制品生产线

形成
规模
示范
应用

长春盛达、南
通龙达、浙江
南益



生物降解地膜研发与示范应用产业链构建

全国地膜用量120万吨/年；残膜的土壤污染已相当严重！

广州金发
中科金龙
武汉华丽
新疆天业
深圳虹彩
浙江南益
BASF

山东汇盈
杭州鑫富
长白山喜风
北京华盾
新疆天业
安徽华驰

示范应用：
新疆、
湖北、
山东、
甘肃、
云南、
吉林
…….

目标：3-5个区域实现1万亩以上生物降

解降解农用地膜的应用示范

新疆兵团
山东农技站
云南农技站
烟草公司

• 生物降解
• 耐候
• 保温
• 保墒
• 耐水解



3、国内外生物降解地膜研究和应用

在发达国家，如日本由于劳动力短缺和PE地膜后处理困难等原因，

导致生物降解地膜应用比例逐年上升。

日本和欧美生物降解地膜应用比例占5-10%左右。



Radish in Hokkaido Tobacco in Fukushima

Onion in Yamaguchi Cabbage in Miyazaki Sweet Potato in Kagoshima

日本可降解地膜的应用

Lettuce in Iwate



我国生物降解地膜研究和应用

过去几年来，在国家相关部委，尤其农业部财政专项、公益

性行业专项支持下，生物降解材料、地膜产品的研发和示范应用

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表现在3个方面：

 生物降解材料：在合成技术、设备和工艺取得了巨大突破，

已经开始了规模生产。主要生物降解材料（PBAT、PLA和PPC

等）与国际水平基本一致。

 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目前，全国有20多家企业涉足了生物降

解地膜配方研究，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各方面性能有了质的提

升（操作性、功能性、可控性和经济性）。



农业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2015年以来，农业部组织全国20多家企业、30多家农业科研和推

广部门在13个省区（市）、30个试验点的8种作物上进行试验；取得

了以下结果：

 生物降解地膜产品的质量大幅度提高了，同时明确生物降解地

膜将在很长时间与PE地膜共存；

 形成了生物降解地膜评价和应用方法和指标（后续专门介绍）

 明确了生物降解地膜适用的生产条件和作物-灌溉条件，主要

有-马铃薯、烟草、大部分蔬菜、加工番茄、花生等；

 建立了2万多亩示范基地—山东、甘肃、内蒙马铃薯，辽宁花

生，湖北和云南烟草，新疆昌吉玉米、蔬菜和棉花示范基地



生物降解地膜华北地区马铃薯上应用



生物降解地膜在东北水稻上应用



生物降解地膜在烟草上应用



生物降解地膜覆膜移栽现场—湖北恩施



农业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福建南平地膜烟叶种植现场-2018-4



农业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云南陆良地膜烟叶种植现场-2018-5-7



4、生物降解地膜评价和合理应用

 操作性：机械性能，主要是强度

 功能性：主要是增温保墒功能方面

 可控性：是否能够满足作物需求时间

 经济性：主要是成本方面与PE的差距

 农艺配套：区域、作物选择和管理措施



操作性：由于基础材料特性，生物降解地膜机械强度弱于

PE地膜，在以机械覆膜作业为主区域，如果强度过低，将无

法进行上机覆膜。需要通过配方完善和改进，提高机械强度，

满足农机作业要求。



自由水面不同地膜覆盖蒸发量比较图

功能性：生物降解地膜在增温保墒方面较PE地膜存在差异，

在旱作区进行应用就需要慎重。因此，需要完善配方，解

决生物降解地膜增温保墒性较弱的问题。

五月下旬旱地0-20cm土壤温度日变化图



可控性：破裂和降解可控性差，无法满足作物对地膜覆盖

的功能要求。

左上图：华北地膜玉米

——2015年4月13日播种

，5月21日地膜破裂情况

（北京）

左下图：新疆地膜棉花

——2015年4月23日播

种，5月29日地膜破裂

情况（奎屯）



 经济性

 产品成本：生物降解地膜是PE地膜3倍左右，主要是原

材料、厚度、加工成本等构成；

 回收成本：新疆地膜回收50-80元/亩，问题是有些地

方没有办法回收。

 环境成本：尚没有相关的研究和计算评价工作。



农业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作物品种的配套、田间管理的配套

作物地膜覆盖安全期：即“正常的自然条件和农事操作下，作物

在某一区域要求地膜覆盖营造光温、水肥环境的必需日数、或者

是最少日数”。

 配套性（措施）



灌溉制度的改革：如新疆膜下滴灌棉花灌溉量在3500立方米/ha

左右，灌溉次数12次,如果应用生物降解地膜，就需要调整灌溉量和

灌溉频次,以满足棉花生长需要。



 地膜应用和残留污染防控的政策法规正逐步完善，包括土十条

、地膜国标、农膜回收行动方案等

 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对农产品安全至关重要，地膜覆盖适应性对

技术应用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分作物的地膜产品和覆盖模式研

究应进一步加强

 地膜残留是我国一个特有污染问题，这个问题将存在相当长时

间，在局部已相当严重，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潜在风险

七、主要结论和建议



 生物降解地膜是解决地膜残留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应用

前景，但尚存在难题，需要在材料、工艺和应用技术方面进一

步突破，在典型作物上要先行先试；

 建议国家加大地膜覆盖技术合理利用、残留污染危害机理、生

物降解地膜研发应用的支持力度；

 建议借鉴国际CO2减排方案，制定细化的分区域、分作物的地

膜残留污染防控方案。

七、主要结论和建议



请各位专家和领导
批评指正！


